
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1 郑品石 北京市青联秘书长 

2 张 亮 神州租车高级副总裁 

3 秦 君 清控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4 郭庆涛 北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5 黄孝斌 北京时代凌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6 马 斌 腾讯移动互联网事业群副总裁 

7 马江涛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8 李智勇 北京国投尚科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 

9 暴 冰 北京市中关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0 吴 震 北京禹冰水利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1 高一轩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总裁 

12 李志遂 北京市郊区旅游实业开发公司副经理 

13 陆永跃 大陆同心投资董事长 

14 于立荣 北京凌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5 陶 琴 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16 杨毅刚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副总裁 



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17 王 永 品牌联盟(北京)咨询股份公司董事长 

18 姜海琳 北京好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19 薛运达 尚巴（北京）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20 刘东晖 北京日东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1 许黎暐 北京那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丰厚资本董事 

22 刘彦英 北京元海太极拳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23 徐罕鹏 美国沃德金融公司董事合伙人 

24 侯 伟 北京巨海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总裁 

25 段 冬 58 同城副总裁 

26 张吕清 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副秘书长，主持人 

27 萧琳凡 爱国者集团人力资源总监，管理者代表 

28 关长海 国家职业指导师，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秘书长 

29 陈晓玲 
专业培训师,资深顾问,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特约讲师,中商联特聘

讲师 

30 温沁山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FESCO）人力资源总监 

31 王胜江 洪泰创新空间创始人兼 CEO 

32 郎春辉 创新工场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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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孙敦圣 
现任 SAP 大中华区全球渠道管理和工商企业部合作伙伴解决方案中心首

席行业架构师 

34 丁楹 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35 方益民 百度投资并购部执行总监 

36 杨小龙 互联网与数字媒体行业的新锐领袖 

37 徐罕鹏 美国沃德金融公司董事合伙人 

38 袁泽陆 西少爷肉夹馍联合创始人 

39 吴临春 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40 夏加莉 医视界招聘培训经理 

41 蔡彦芳 滴滴打车人才品牌总监 

42 于波 点将科技副总裁 

43 吴伟 创易空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44 陈华江 滴滴出行公司企业客户端负责人 

45 牛旼 创想天使基金创始人/中国大学生创业培训项目办公室主任 

46 王云海 
北京龙磐投资基金公司投资副总裁,在多家中关村园区孵化器任创业导

师的校友 

47 杨威 美国艾森生物公司中国区科研销售总监、校友 

48 郭臧燃 
世界上第一款可同时监测心电和情绪的可穿戴医疗产品“懂你”项目创

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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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姚维 创业教育与企业教练 

50 黄薇 阳光保险集团人力招聘经理 

51 华冰 中国专利代理⼈协会会员、知乾知识产权信息有限公司创始⼈ 

52 王洋 中粮集团原⼯⼤学⽣ 

53 王勇 教育部就业创业指导中⼼ 

54 兰雨 ⼈⼈网 HRD 

55 王小兰 北京时代集团总裁 

56 李晨 惠人贷 CEO 

57 李磊 Pacer 动动技术负责人 

58 姚聪 北京市丰台区技术质量监督局 

59 马强 加拿大皇家银行总部创新与技术部高级经理 

60 赵正义 九鼎同方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高工 

61 李焱 北京恒泰实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战略总监 

62 隽永伟 北京经开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总经理 

63 陈连升 北京中科院软件中心有限公司事业部经理 

64 李肖鸣 

上海明生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捷联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清华大学创业导师、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导师、大学生创业培训项目

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2014 全国大学生创青春大赛总决赛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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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柯腾骏 速普创新 CEO 

66 田顺增 北京市创业指导中心高级讲师 

67 辛健 华正投资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68 彭乐群 北京正保育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69 刘立诚 北京欣欣绿洲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70 陈丰 北京凡想人创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71 王阔 职业规划专家、留学咨询专家、心理咨询专家、英语培训专家 

72 何宏昌 常州宇之爱遥感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73 邹秀峰 凹凸人集团董事长 

74 徐俊祥 中青创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75 纪元 知名培训师、职业咨询师 

76 韩素洁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运营科科长 

77 李晓红 诚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监 

78 谢伟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79 李家华 
国际劳工组织 KAB 创业教育中国研究所所长、亚太地区学生事务委员会

常务理事 

80 古一思 安博教育集团高级副总裁兼 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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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陈杰 华为北京研究所副所长 

82 韩光耀 北京天之择人才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83 刘全寿 
首钢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北京首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高校

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副会长 

84 张靖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副总裁 

85 刘永印 
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实习部主任、YBC 北京创业导师、全国职业

规划大赛评委 

86 张晓东 中国雅虎及阿里巴巴集团培训师 

87 衡虹 
全国职业生涯大赛评委、中央电视台《商务时间》职场点评嘉宾、中央

教育电视台《职场节目》访谈嘉宾 

88 赵倩 北京悦美华公司总经理 

89 汪东虹 海关总署教培司副司长 

90 黄恒 新华社国际多媒体采编中心总经理 

91 田雅琳 百度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92 陈淳 
中国农业大学 MBA 中心导师、“大道至简”的发起人、知名企业顾问、

咨询师 

93 李海深 律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94 董芯蕊 北京市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品牌经理 

95 王思明 奢瑞小黑裙公司创始人 

96 白婧 著名品牌管理专家、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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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高硕 太和睿信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 

98 陈娟 法兰克福德国商会中国部负责人 

99 张梦溪 《奔跑吧兄弟》、《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等节目的人物造型师 

100 石军 高级产品总监；Juniper公司首席技术官办公室 

101 董萧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02 池洪潮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03 古典 
新精英生涯创始人、国家认证“生涯规划师”导师、全球职业教练（BCC）

中国区首席导师、GCDF全球职业规划师认证培训师 

104 潘学松 北京南极熊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EO 

105 梁旻 微软全球资深项目经理，职慧公益项目创始人、JA 青年成就杰出志愿者 

106 李大方 北京中科东亚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107 钟成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发展与规划总监、烯碳研究院院长 

108 赵正宝 “趋势就业”理论创始人、格局生涯学院创始人 

109 陈劭家 “极客学院”教学总监、首席讲师 

110 周林 上品设计的 CEO 、设计总监 

 


